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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3011                           证券简称：海象新材                           公告编号：2021-046 

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海象新材 股票代码 00301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雅琴 戴娜波 

办公地址 
浙江省海宁市海昌街道海丰路 380 号 3

幢 

浙江省海宁市海昌街道海丰路 380 号 3

幢 

电话 0573-80776966 0573-80776966 

电子信箱 walrus@walrusfloors.com fwbdnb@kimayfloors.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826,388,692.56 573,975,349.52 4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2,610,855.20 93,792,772.44 -43.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0,011,776.70 90,917,148.06 -44.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1,092,481.33 128,785,611.13 -217.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1 1.22 -58.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1 1.22 -5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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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8% 19.98% -15.7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038,224,395.14 1,742,467,891.34 16.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37,797,267.76 1,210,486,241.25 2.2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59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周林 境内自然人 27.08% 27,809,460 27,809,460 质押 1,680,000 

海宁晶美投

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25% 11,550,000 11,550,000   

鲁国强 境内自然人 4.76% 4,892,346 4,892,346   

陈建良 境内自然人 4.67% 4,794,849 4,794,849   

海宁市弄潮

儿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8% 3,780,000 3,780,000   

沈财兴 境内自然人 2.98% 3,059,774 3,059,774   

左建明 境内自然人 1.85% 1,904,000 1,904,000   

潘建明 境内自然人 1.31% 1,349,005 1,349,005   

陈云 境内自然人 1.30% 1,331,740 0   

冯月华 境内自然人 1.27% 1,301,617 1,301,61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王周林是晶美投资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且持有晶美投资 52.82%的份额，王周

林与晶美投资形成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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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 

2021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秉承以“做精主业，追求卓越，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室内装饰材料企业”为愿景，聚

焦于 PVC 地板的生产和销售，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推动公司业务的稳定增长。通过保持高质量的产品制造、持续的研发投

入、良好的市场维护等手段，实现了营业收入的增长。2021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2,638.87 万元，同比增长 43.98%。 

报告期内，公司也面临一定的压力与挑战。公司本期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生产成本上升，公司产品涨价存在一定滞

后性，结合汇率波动带来的影响，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4,090.54 万元，

同比下降 44.99%。 

为应对原材料涨价带来的不利影响，公司采取了价格调整措施，与客户进行友好协商，共同分担压力，因产品出口存

在回款周期，显现调价带来的作用需要一定的时间。原材料的涨价并未影响公司 PVC 地板的市场销售，公司产品的市场需求

依旧旺盛，目标市场潜力依旧较大。未来公司将积极展开和落实战略规划，克服原材料涨价和汇率波动带来的阶段性影响，

利用好越南海欣的平台优势，提高公司海外市场的竞争力，实现公司业绩的稳定增长。 

二、其他重要事项 

1、2021 年 1 月 18 日公司召开了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并已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顺利完成了换届选举。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由非独立董事王周林先生、鲁国强先生、王雅琴女士、王淑芳女士；独立董事黄廉熙女士、杨靖超

先生、王磊先生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由非职工代表监事沈财兴先生、吴佳伟先生；职工代表监事张李强先生组成。 

2021 年 1 月 18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

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

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各

专门委员会成员，同时聘任了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并决定由公司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同日，公司召

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产生了第二届监事会主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1 月 19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3）。 

2、2021 年 4 月 13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证

券事务代表的议案》，聘任了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4 月 14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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